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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二○○七年八月三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其

註冊 辦 事 處 位 於 P.O. Box 31119, Grand Pavilion, Hibiscus Way, 802 West Bay Road, Grand Cayman, KY1-1205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集團」）於香港及澳門從事流動通訊業務。

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除另有訂明者外，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列值。此等中期財

務報表已於二○一九年七月三十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此等中期財務報表就截至二○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編製，並已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編製。此等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該財務報表乃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此等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歷史成本法及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除已採納與集團經營業務相關於二○一九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執行之新訂或經修訂之準則、修訂及

詮釋外，編製此等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二○一八年年度財務報表所使用者貫徹一

致。除附註4所披露者外，採納其他新訂或經修訂之準則、修訂及詮釋對集團的經營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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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4 會計政策變動

本附註披露自二○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應用之新會計政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並闡述採納此準則對

集團中期財務報表的影響。

(a)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集團已於二○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此採納引致會計政策變動。根據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過渡性條文，集團已採納經修改的追溯法過渡至新的租賃準則。根據此過渡方

法，(i)過往期間之比較資料不會重新編列；(ii)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日期為集團首次應用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規定之年度報告期間之首日（即二○一九年一月一日）；及 (iii)集團確認首次應用指

引之累計影響，作為採納年度保留溢利（或其他權益部分，如適用）期初結餘之調整（即於二○一九年一月

一日）。

會計政策

倘集團釐定一項安排（包括一項交易或一系列交易）為轉讓一項已識別資產在一段期間內的使用控制權，以

換取代價，則該項安排即為或包含租賃成分。有關決定乃根據評估該項安排的實質作出，不論該項安排是

否採用租賃的法律形式。

集團租賃多處網絡站點、零售店鋪及辦公室。租賃合同一般為二至三年的固定期限。租賃條款均單獨商

定，並包含眾多不同的條款及條件。

於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前，擁有權的大部分風險及回報由出租人保留的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

根據經營租賃支付的款項（扣除出租人收取的任何優惠後）於租賃期內以平均等額法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內回除。未來期間的經營租賃承擔並未獲集團確認為負債。

自二○一九年一月一日起，在集團預期可使用租賃資產之日，租賃應被確認為使用權資產和相應租賃負

債。每筆租賃付款額均在負債與財務費用之間分攤。財務費用在租賃期限內計入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以

使各期負債餘額產生的利息率保持一致。使用權資產按照平均等額法以資產可使用年期與租賃期兩者中較

短者計提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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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會計政策變動（續）

(a)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續）

會計政策（續）

租賃產生的資產和負債在現值基礎上進行初始計量。租賃負債包括下列租賃付款額的淨現值：

• 固定付款額（包括實質固定付款額），扣除應收的租賃優惠；

• 取決於指數或比率的可變租賃付款額；及

• 終止租賃的罰款金額，前提是租賃期反映出集團（作為承租人）將行使終止該租賃的選擇權。

租賃付款額按照租賃內含利率（如果可以確定該利率）或集團的遞增借款利率（即承租人為在類似經濟環境

下獲得價值相近的資產，以類似條款和條件借入資金而必須支付的利率）折現。

使用權資產按照成本計量，其中成本包括以下項目：

• 租賃負債初始計量金額；

• 在租賃期開始日或之前支付的租賃付款額，扣除收到的租賃優惠；

• 任何初始直接費用；及

• 復原成本。

所採用的實務簡易處理方法

在首次執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過程中，集團使用了該準則允許採用的下列實務簡易處理方法：

• 對具有合理相似特徵的租賃組合採用單一折現率；

• 如果合同包含續租或終止租賃的選擇權，則可在確定租賃期時使用事後之認識；及

• 與所有類別相關資產的短期租賃相關的付款額於租賃期間按平均等額法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中確

認為費用。短期租賃是指租賃期限為十二個月或不足十二個月的租賃。

集團已選擇不在首次採用日重新評估一項合同是否為租賃合同或是否包含租賃。對於在過渡日之前簽訂的  

合同，集團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和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4號確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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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會計政策變動（續）

(b) 採納對中期財務報表的影響

下表說明於當前期間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比較於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及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

會第4號（其先前於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前已生效）對受影響的各財務報表項目的金額：

截至二○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按當前會計
政策列報

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
第16號
的影響

並無採納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下
的結餘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收益 2,515 - 2,515

出售貨品成本 (724) - (724)

僱員成本 (194) - (194)

支銷之客戶上客及挽留成本 (95) - (95)

折舊及攤銷 (603) 224 (379)

其他營運支出 (750) (233) (983)   

149 (9) 140

利息及其他融資收入 109 - 109

利息及其他融資成本 (17) 8 (9)

應佔合營企業之業績 (2) - (2)   

除稅前溢利 239 (1) 238

稅項 (43) - (43)   

期間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扣除稅項 196 (1) 195   

以下應佔：
本公司股東 188 (1) 187

非控股股東權益 8 - 8   

196 (1)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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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會計政策變動（續）

(b) 採納對中期財務報表的影響（續）

於二○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按當前會計
政策列報

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

的影響

並無採納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下
的結餘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設施及設備 2,159 12 2,171

商譽 2,155 - 2,155

電訊牌照 2,166 - 2,166

使用權資產 479 (479) -

客戶上客及挽留成本 125 - 125

合約資產 158 - 158

其他非流動資產 224 - 224

遞延稅項資產 227 (1) 226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367 - 367   

非流動資產總額 8,060 (468) 7,592 

流動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值 5,353 - 5,353

應收賬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566 1 567

合約資產 252 - 252

存貨 70 - 70   

流動資產總額 6,241 1 6,24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529 - 1,529

合約負債 124 - 124

租賃負債 334 (334) -

即期所得稅負債 27 - 27   

流動負債總額 2,014 (334) 1,680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40 (140) -

其他非流動負債 292 - 292   

非流動負債總額 432 (140) 292
 

資產淨額 11,855 7 11,86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05 - 1,205

儲備 10,650 7 10,657   

權益總額 11,855 7 1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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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會計政策變動（續）

(b) 採納對中期財務報表的影響（續）

截至二○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按當前會計
政策列報

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

的影響

並無採納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下
的結餘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 551 (226) 325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47) - (47)

融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4,706) 226 (4,480)   

現金及現金等值淨減少 (4,202) - (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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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會計政策變動（續）

(b) 採納對中期財務報表的影響（續）

二○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如先前列報

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

的影響

二○一九年
一月一日
重新編列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設施及設備 2,194 (16) 2,178

商譽 2,155 – 2,155

電訊牌照 2,289 – 2,289

使用權資產 – 621 621

客戶上客及挽留成本 132 – 132

合約資產 130 – 130

其他非流動資產 300 – 300

遞延稅項資產 258 1 259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396 – 396   

非流動資產總額 7,854 606 8,460 

流動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值 9,555 – 9,555

應收賬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546 – 546

合約資產 276 – 276

存貨 107 – 107   

流動資產總額 10,484 – 10,48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755 – 1,755

合約負債 132 – 132

租賃負債 – 398 398

即期所得稅負債 16 – 16   

流動負債總額 1,903 398 2,301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216 216

其他非流動負債 288 – 288   

非流動負債總額 288 216 504
 

資產淨額 16,147 (8) 16,13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05 – 1,205

儲備 14,771 (7) 14,764   

股東權益總額 15,976 (7) 15,969

非控股股東權益 171 (1) 170   

權益總額 16,147 (8) 1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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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4 會計政策變動（續）

(b)  採納對中期財務報表的影響（續）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所披露的經營租賃承擔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確認租賃負
債之間的差異

於二○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披露的經營租賃承擔為2.65億港元，而於二○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的租賃負

債為6.14億港元，其中3.98億港元為流動租賃負債及2.16億港元為非流動租賃負債。

使用承租人的遞增借款利率折現的經營租賃承擔，與在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日於簡明綜

合財務狀況表中確認之租賃負債總額，兩者之差異包括排除非租賃部分及按平均等額基準確認為開支的短

期租賃，以及租賃合約就終止選擇權或處於續租程序採用出現不同的處理方式。於二○一九年一月一日

應用於租賃負債的加權平均承租人遞增借款利率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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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益

收益包括提供流動通訊及其他相關服務，以及電訊硬件銷售之收益。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九年 二○一八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流動通訊及其他相關服務 1,782 1,843

電訊硬件 733 2,178  

2,515 4,021
   

(a) 收益分類

集團獲得來自提供服務及交付貨物所產生的收益，乃按如下履行履約責任之時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九年 二○一八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收益確認時間：

於一段時間內 1,782 1,843

於某一時點 733 2,178  

2,515 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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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6 分部資料

集團僅識別一個呈報分部（即流動通訊業務），乃與向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進行內部資料

呈報之方式一致。

7 利息及其他融資收入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九年 二○一八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利息及其他融資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99 79

向合營企業收取之利息收入 10 10  

109 89  

利息及其他融資成本：

銀行貸款 - (1)

計入估算非現金利息( i ) (12) (6)

擔保及其他融資費用 (5) (3)  

(17) (10)
  

利息及其他融資收入淨額 92 79
   

(i) 計入估算非現金利息，指對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確認之若干承擔（例如租賃負債、牌照費負債及資產報廢責任）之賬面值，增加至預期於未來

清償時所需之估計未來現金流量之現值作出之估算調整。

8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九年 二○一八年

本期稅項 遞延稅項 總計 本期稅項 遞延稅項 總計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香港 11 32 43 3 39 42

香港以外地區 - - - 1 (1) –      

11 32 43 4 38 42
       

香港利得稅已根據估計應課稅溢利，減當時可用稅務虧損按稅率16.5%（二○一八年六月三十日：16.5%）作出撥

備。香港以外地區之稅項，根據估計應課稅溢利減當時可用稅務虧損，按有關國家之適當稅率作出撥備。

遞延稅項已按時間差異而根據有關稅率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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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1.88億港元（二○一八年六月三十日：1.98億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

通股之加權平均數4,818,969,136股（二○一八年六月三十日：4,818,896,208股）計算。

截至二○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假設認股權獲行使，被視為將予發行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數87,081股（二○一八年六月三十日：131,973股）調整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4,818,969,136股

（二○一八年六月三十日：4,818,896,208股）計算。

10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九年 二○一八年   

中期股息（百萬港元） 141 149  

每股中期股息（港仙） 2.93 3.10
   

此外，二○一八年特別中期股息每股 80.00港仙，合共 38.55億港元（二○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無）及  

二○一八年末期股息每股3.20港仙（二○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每股4.55港仙），合共1.54億港元（二○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2.19億港元）已獲批准，並已於截至二○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支付。

11 物業、設施及設備

期內，集團購入物業、設施及設備之成本為1.54億港元（二○一八年六月三十日：2.82億港元）。期內出售

之物業、設施及設備之賬面值為80萬港元（二○一八年六月三十日：10萬港元）帶來輕微虧損（二○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輕微收益）。

12 其他非流動資產

二○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預付款項 186 255

非流動按金 31 36

退休金資產 7 9  

22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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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現金及現金等值

二○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銀行及手頭現金 253 262

短期銀行存款 5,100 9,293  

5,353 9,555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4 應收賬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二○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應收賬款 328 299

減：虧損撥備 (49) (41)  

應收賬款，扣除撥備(a) 279 258

其他應收款項 101 175

預付款項及按金 186 113  

566 54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集團已為客戶制定信貸政策，給予客戶之賒賬期平均為

十四至四十五天，或根據個別商業條款給予企業或網絡商客戶一個較長期限。集團擁有大量客戶，因此其應收

賬款之信貸風險並不集中。

(a) 應收賬款，扣除撥備

二○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按發票日期之應收賬款扣除虧損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零至三十天 145 150

三十一至六十天 48 44

六十一至九十天 23 18

超過九十天 63 46  

279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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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應付賬款(a) 321 31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1,028 1,250

遞延收益 123 135

牌照費負債之即期部分 57 56  

1,529 1,755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a) 應付賬款

二○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零至三十天 213 244

三十一至六十天 43 6

六十一至九十天 7 4

超過九十天 58 60  

321 314
   

16 其他非流動負債

二○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非即期牌照費負債 89 84

應計開支 203 204  

292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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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股本

(a) 本公司之法定股本

本公司之法定股本包括100億股每股面值0.25港元之股份（二○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同）。

(b) 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

每股面值0.25港元之普通股

股份數目 已發行及繳足

百萬港元
   

於二○一八年一月一日、二○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一九年一月一日 4,818,896,208 1,205

因行使僱員認股權而發行之股份  (c) 200,000 –  

於二○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4,819,096,208 1,205
   

(c) 本公司之認股權

本公司認股權計劃已於二○○九年五月二十一日獲批准。根據認股權計劃，董事會可向集團董事、非執

行董事或僱員授出認股權。

未行使認股權數目及其相關加權平均行使價變動如下：

每股加權

平均行使價 授出認股權數目

港元
   

於二○一八年一月一日、二○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一九年一月一日 1.00 200,000

已行使 1.00 (200,000) 

於二○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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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股本（續）

(c) 本公司之認股權（續）

授出認股權之行使價相當於授出日期之市價。根據歸屬計劃，認股權可自視作授出日期開始至認股權

授出日後十年（須受提早終止條文所限）的期間內行使。於截至二○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因

行使認股權而按每股1.00港元之加權平均行使價發行200,000股（二○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每股

面值0.25港元之普通股。於行使日期之相關加權平均股價為每股3.30港元。

於二○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認股權尚未行使（二○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0,000份認股權為可

行使）。

18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九年 二○一八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流量
除稅前溢利 239 261

就以下項目作出調整：

－利息及其他融資收入 (109) (89)

－利息及其他融資成本 17 10

－折舊及攤銷 603 381

－客戶上客及挽留成本資本化 (69) (80)

－應佔合營企業之業績 2 2

營業資金變動

－應收賬款及其他資產減少╱（增加） 17 (29)

－存貨減少 37 2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 (175) (335)

－退休福利變動 2 5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 56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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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或有負債

集團有以下或有負債：

二○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履約擔保 4 4

其他 – 1  

4 5
   

20 承擔  

於此等中期財務報表中，集團未撥備之未履行承擔如下：

(a) 資本承擔  

集團已訂約但未撥備之資本承擔如下：

二○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物業、設施及設備 363 396

電訊牌照 2,040 2,040  

2,403 2,436
   

於二○一八年，集團之一家附屬公司和記電話行使優先權以獲重新指配1800兆赫頻段之20兆赫頻譜，

並投得900兆赫頻段之10兆赫頻譜及1800兆赫頻段之10兆赫頻譜（統稱為「頻譜」），使用期為十五年（就

900兆赫頻段而言於二○二一年一月起計，就1800兆赫頻段而言則於二○二一年九月起計），頻譜使用費

（「頻譜使用費」）合共約為20.40億港元，並已就頻譜出具相同金額且以通訊事務管理局為受益人的備用信

用證。

頻譜的頻譜使用費可 (i)一次性全數預先支付（就900兆赫頻段而言於二○二○年十一月前，就1800兆赫頻

段而言則於二○二一年七月前）；或(ii)以15期的年度分期方式支付，首期款項相等於一次性支付之金額除

以15，而往後之每期分期款項相等於前一期須付之頻譜使用費金額增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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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承擔（續）

(b) 電訊牌照費

集團之一家附屬公司購得多個頻段用以在香港提供電訊服務，其中有若干頻段之分配年期至  

二○二一年。該等頻段之可變動牌照費按網絡收益之5%或合適費用（按綜合傳送者牌照所界定）兩者之  

較高者收費。合適費用現值淨額已入賬列為牌照費負債。

21 關連人士交易

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之間的交易已於綜合賬目內對銷。除中期財務報表另有披露者外，期內集團與其他關連人

士之間的交易對集團並不重大。

除向本公司董事（即主要管理人員）支付酬金（即主要管理人員薪酬）外，期內與彼等概無訂立任何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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